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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

消能节点，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

凝土梁呈直角连接，耗能角撑在预制钢筋混凝土

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之间呈斜角连接，具体特

征在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

土梁呈直角连接以及两者之间与耗能角撑呈斜

角连接均通过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

凝土梁上的预埋件实现连接。本发明具有耗能能

力强，延性好的特点，减震效果好，同时又能够避

免梁柱发生碰撞；并且施工简便，易于实现，成本

低，占用的建筑空间小，不影响建筑空间的使用

效率。该项新技术可广泛应用于装配整体式框架

结构中，具有广泛的工程应用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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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种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

土梁（4）呈直角连接，耗能角撑（9）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之间呈

斜角连接，具体特征在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呈直角连接

以及两者之间与耗能角撑（9）呈斜角连接均通过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

梁（4）上的预埋件实现连接。

2.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预制钢筋

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呈直角连接的结构是：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顶端侧

壁上有柱预埋件A（3），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端面上的梁预埋件A（3)相匹配而通过高强

螺栓（10）固定连接。

3.根据权利要求2所述的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柱预埋件

A（2）是一个“T”字型构件，其锚板（2-2）上有多根锚筋（2-3），预埋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

内，与锚板（2-2）呈垂直的连接板（2-1）上有多个均布的螺栓孔；所述梁预埋件A（3）是一个

“Π”字型构件，其锚板（3-2）上有多根锚筋（3-3）预埋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内，与锚板

（3-2）垂直的两平行连接板（3-1）上有多个均布的螺栓孔；柱预埋件A（2）的连接板（2-1）插

配在梁预埋件A（3）的两平行连接板（3-1）之间，通过高强螺栓（10）固定连接。

4.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的预制钢

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临近端部处分别各有柱预埋件B（5）和梁预埋件B

（6），其上分别焊接有柱连接板（7）和梁连接板（8），所述耗能角撑（9）的两端通过高强螺栓

（10）分别与柱连接板（7）和梁连接板（8）固定连接。

5.根据权利要求4所述的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其特征在于：所述柱预埋件

B（5）和梁预埋件B（6）均为一块底板上有多根预埋锚固筋，其中预埋锚固筋分别预埋在预制

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内；所述柱连接板（7）和梁连接板（8）上有均布的

螺栓孔，与所述耗能角撑（9）两端连接板的螺栓孔相对应，通过高强螺栓（10）固定连接。

6.根据权利要求1所述的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其特征在于：耗能角撑（9）

为屈曲约束支撑或粘滞阻尼器、金属阻尼器、摩擦型阻尼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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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

技术领域

[0001] 本发明公开了一种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属于工程结构抗震与消能减

震技术领域。

技术背景

[0002] 随着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节能环保要求的提高、劳动力成本的不断增长，近

十年来，我国在装配式混凝土建筑方面的研究逐渐升温。采用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可以

有效节约资源和能源，提高材料在实现建筑节能和结构性能方面的效率，减少现场施工对

场地等环境条件的要求，减少建筑垃圾和对环境的不良影响，提高建筑功能和结构性能，有

效实现“四节一环保”的绿色发展要求，实现低能耗、低排放的建造过程，促进我国建筑业的

整体发展，实现预定的节能、减排目标。现有装配式建筑的梁-柱连接，大多数采用湿连接，

采用现浇混凝土后浇带连接梁-柱，节点核心区后浇混凝土这种连接方式需要在现场进行

绑扎节点区钢筋、支模板等施工工艺，现场湿作业较多且不易保证预制梁柱节点核心区的

施工质量。

[0003] 因此，需要研发一种结构合理、施工方便的装配式梁-柱节点，如果该节点核心区

域提前在工厂预制好并能在现场直接连接安装，则能有效缩短施工工期，保证施工质量，并

且该节点装有耗能角撑，具有消能减震的功能。

发明内容

[0004] 本发明的目的在于克服现有技术存在的上述缺陷，提供一种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

构节点。与后浇筑混凝土方法相比，本发明可避免在施工现场绑扎节点核心区钢筋、后浇节

点核心区混凝土，废除了现场节点区支模板等工序，减少了人工成本，有效的提高了节点区

的连接质量，并且在节点处加入耗能角撑，既可增强节点刚度，又可增加节点的延性，减小

地震响应。该节点装配容易快捷，结构稳定，耗能能力较强，耗能效果稳定。为实现上述目

的，本发明所采用的技术方案如下：

一种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呈

直角连接，耗能角撑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之间呈斜角连接，具体特征

在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呈直角连接以及两者之间与耗能角撑呈

斜角连接均通过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上的预埋件实现连接。

[0005] 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呈直角连接的结构是：预制钢筋混凝

土柱顶端侧壁上有柱预埋件A，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端面上的梁预埋件A相匹配而通过高强

螺栓固定连接。

[0006] 所述柱预埋件A是一个“T”字型构件，其锚板上有多根锚筋，预埋在预制钢筋混凝

土柱内，与锚板呈垂直的连接板上有多个均布的螺栓孔；所述梁预埋件A是一个“Π”字型构

件，其锚板上有多根锚筋预埋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梁内，与锚板垂直的两平行连接板上有多

个均布的螺栓孔；柱预埋件A的连接板插配在梁预埋件A的两平行连接板之间，通过高强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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栓固定连接。

[0007] 所述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临近端部处分别各有柱预埋件B和

梁预埋件B，其上分别焊接有柱连接板和梁连接板，所述耗能角撑的两端通过高强螺栓分别

与柱连接板和梁连接板固定连接。

[0008] 所述柱预埋件B和梁预埋件B均为一块底板上有多根预埋锚固筋，其中预埋锚固筋

分别预埋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柱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内；所述柱连接板和梁连接板上有均布

的螺栓孔，与所述耗能角撑两端连接板的螺栓孔相对应，通过高强螺栓固定连接。

[0009] 耗能角撑为屈曲约束支撑或粘滞阻尼器、金属阻尼器、摩擦型阻尼器。

[0010] 与现有连接节点相比，本发明具有如下显而易见的突出实质性特点和显著技术进

步：

本发明通过将混凝土梁-柱节点做成钢结构螺栓连接节点，并加入消能构件作为角撑，

在地震作用下，梁-柱节点发生转动，通过耗能角撑耗能，增加主体结构安全可靠度。

[0011] 本发明装配式刚节点具有耗能能力强，延性好的特点，减震效果好，同时又能够在

大震情况下避免梁柱发生碰撞；并且施工简便，易于实现，成本低，占用的建筑空间小，不影

响建筑空间的使用效率。

附图说明

[0012] 图1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框架整体示意图；

图2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具体构造示意图；

图3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预制柱组件示意图；

图4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预制梁组件示意图；

图5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柱预埋件A示意图；

图6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梁预埋件A示意图；

图7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耗能角撑示意图；

图8为本发明混凝土预制装配式消能节点柱预埋件B和梁预埋件B示意图。

[0013] 图中标号：1-预制钢筋混凝土柱，2-柱预埋件A，3-梁预埋件A，4-预制钢筋混凝土

梁，5-柱预埋件B，6-梁预埋件B，7-柱连接板，8-梁连接板，9-耗能角撑，10-高强螺栓。

具体实施方式

[0014] 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结合附图详述如下：

实施例一：

参见图1-图8，本预制装配式混凝土结构消能节点，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

钢筋混凝土梁（4）呈直角连接，耗能角撑（9）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

（4）之间呈斜角连接，具体特征在于：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呈

直角连接以及两者之间与耗能角撑（9）呈斜角连接均通过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

筋混凝土梁（4）上的预埋件实现连接。

[0015] 实施例二：本实施例与实施例一基本相同，特别之处如下：

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呈直角连接的结构是：预制钢筋混

凝土柱（1）顶端侧壁上有柱预埋件A（3），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端面上的梁预埋件A（3)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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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配而通过高强螺栓（10）固定连接。

[0016] 所述柱预埋件A（2）是一个“T”字型构件，其锚板（2-2）上有多根锚筋（2-3），预埋在

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内，与锚板（2-2）呈垂直的连接板（2-1）上有多个均布的螺栓孔；所述

梁预埋件（3）是一个“Π”字型构件，其锚板（3-2）上有多根锚筋（3-3）预埋在预制钢筋混凝

土梁（4）内，与锚板（3-2）垂直的两平行连接板（3-1）上有多个均布的螺栓孔；柱预埋件A（2）

的连接板（2-1）插配在梁预埋件A（3）的两平行连接板（3-1）之间，通过高强螺栓（10）固定连

接。

[0017] 所述的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临近端部处分别各有柱预

埋件B（5）和梁预埋件B（6），其上分别焊接有柱连接板（7）和梁连接板（8），所述耗能角撑（9）

的两端通过高强螺栓（10）分别与柱连接板（7）和梁连接板（8）固定连接。

[0018] 所述柱预埋件B（5）和梁预埋件B（6）均为一块底板上有多根预埋锚固筋，其中预埋

锚固筋分别预埋在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与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内；所述柱连接板（7）和

梁连接板（8）上有均布的螺栓孔，与所述耗能角撑（9）两端连接板的螺栓孔相对应，通过高

强螺栓（10）固定连接。

[0019] 耗能角撑（9）为屈曲约束支撑或粘滞阻尼器、金属阻尼器、摩擦阻尼器。

[0020] 实施例三：

如图1-图8所示，本预制装配式梁柱耗能钢节点包括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柱预埋件A

（2），梁预埋件A（3），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柱预埋件B（5），梁预埋件B（6），柱连接板（7），梁

连接板（8），耗能支撑（9），高强螺栓（10）。

[0021] 工厂加工预制构件步骤：

所述柱预埋件A（2）由锚筋、锚板和一块钢板组成，锚筋和锚板采用穿孔焊缝连接，锚板

与一块钢板焊接，如图5所示。

[0022] 所述梁预埋件A（3）由锚筋、锚板和两块钢板组成，锚钉和锚板采用穿孔焊缝连接，

锚板与两块钢板焊接，如图6所示。

[0023] 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立柱（1），先制作并绑扎柱内纵筋与箍筋，再预埋并固定柱预

埋件A（2）和柱预埋件B（5），最后浇注成型，如图3所示；所述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先制作

并绑扎梁内纵筋与箍筋，再预埋固定梁预埋件A（3）和梁预埋件B（6），最后浇注成型，如图4

所示。

[0024] 所述柱预埋件B（5）可先预埋入预制钢筋混凝土立柱（1），浇注成型后外表面与柱

连接板（7）焊接，也可先与柱连接板（7）焊接，再预埋入预制钢筋混凝土立柱（1）浇注成型。

[0025] 所述梁预埋件B（6）可先预埋入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浇注成型后外表面与梁连

接板（8）焊接，也可先与梁连接板（8）焊接，再预埋入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浇注成型。

[0026] 现场构件装配步骤：

吊装预制钢筋混凝土柱（1）并固定，再吊装预制钢筋混凝土梁（4），柱预埋件A（2）与梁

预埋件A（3）对齐，并用高强螺栓（10）连接固定，边安装边注意调平，待梁两端安装完成后，

后将耗能角撑（9）两端通过高强螺栓（10）刚接在柱连接板（7）和梁连接板（8），完成梁柱的

安装，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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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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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

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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